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三章 建设管理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五章 林权管理
第六章 保护管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长江防护林体
系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长江防护林
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改善三峡库区生
态环境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
事长江防护林体系规划、建设、保护、管
理和经营利用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长江防护林体系，包括规划区内的
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
用途林。

防护林，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
持林、农田防护林、护路林和护堤护岸
林。

第三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是
指以长江为主线，以其流域水系为单
元，通过恢复和增加森林植被，多林种、
多树种合理配置，乔灌草并重，网带片
点有机结合，建成以防护效益为主的生
态公益型林业工程。

第四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应
当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
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一规
划，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分类指导，实
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的
领导工作，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投入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是本行政
区域内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的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长江防护林体系的规
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农业、水利、土地、环保等部门按照
各自的职责，做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在长江防护林体系规划、
建设、保护、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
奖励。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七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应
当制定规划。规划包括市总体规划和
区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第八条 市总体规划由市林业主
管部门依据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中上游
防护林体系建设总体规划》编制，经市
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务院林业主管部
门批准。

第九条 区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由区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依据市
总体规划编制，经区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同意后，报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条 区县（自治县）林业主管
部门应当根据区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和市林业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计划提
前一年编制施工作业设计，报市林业主
管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应按照批准的总体规划和作业设计实
施。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变动的，必须
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

第三章 建设管理

第十二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包括人工造林、飞机播种造林、封山育
林和低产低效林改造。

第十三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总体规划区内的宜林地，由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依照《重庆市绿化条例》的
规定落实造林营林绿化责任。区县（自
治县）林业主管部门提供技术指导。

第十四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以区县（自治县）为单位负责实施，以乡
镇为单位实行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和施工负责人责任制，保证建设进度和
质量。

第十五条 国家推行多种造林形

式，鼓励单位和个人承包、租赁、购买宜
林荒山的使用权造林。

国家鼓励以竹、木为原料的生产单
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造林，建立
原料林基地。

第十六条 采用承包、租赁、拍卖
等方式在宜林荒山造林的，应签定合
同，并按照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
的期限完成造林任务。

第十七条 已划给农村村民造林
的自留山、责任山，可以在自愿互利
的前提下实行合作造林，也可以经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后转包他人造
林。

农村村民在自留山、责任山上营造
防护林，区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应
按照长江防护林施工设计要求给予技
术指导。

第十八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应当达到以下质量标准；

（一）人工造林三年后，保存率达到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二）飞机播种造林，当年有苗面积
占有效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亩有
苗四百株以上，飞播后第五年每亩保存
幼树不得少于二百株；

（三）封山育林区面积不得小于三
百亩，封山育林后三至五年郁闭度达到
零点四以上；

（四）低产低效林改造三年后，目的
树种株数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乔灌草
郁闭度不低于零点四。

第十九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实行阶段检查、年度检查、竣工验收制
度。对检查、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应当
限期改正。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长江防护林体系档案，定期
向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建设情况。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
设实行国家投资和群众投资、投劳相结
合，鼓励社会团体、经济组织和民间筹
资营造长江防护林。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根据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需要，每年
通过预算安排相应资金，用于长江防护
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用好国家和
上级人民政府的扶持资金。

第二十三条 长江防护林体系建
设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接受同级或上级
财政、审计部门的检查监督；列入财政
预算的资金，由审计部门负责检查监
督。

第五章 林权管理

第二十四条 国家保护林地、林木
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五条 国有宜林荒山由国
有单位造林，或由国家提供资金单位或
个人承包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国家
所有。

国有宜林荒山由单位或个人自筹
资金承包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承包
者所有；以合作、合资等形式造林的，按
合同约定执行。

国有宜林荒山由单位或个人租赁、
购买使用权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归租
赁、购买者所有。

第二十六条 集体所有的宜林荒
山由集体经济组织营造或由集体经济
组织提供资金单位和个人承包造林的，
其林木所有权归集体所有。

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由单位和个
人自筹资金承包造林的，其林木所有权
归承包者所有；以合作、合资等形式造
林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由单位和个
人租赁、购买使用权造林的，其林木所
有权归租赁、购买者所有。

第二十七条 村民在自留山造林
的，其林木所有权归村民所有。已划给
村民造林的自留山，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决定的期限内未造
林，由集体组织营造的，其林木所有权
归集体所有。

第二十八条 租赁、拍卖国有宜林
荒山使用权造林的，经林业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决
定。

租赁、拍卖集体所有宜林荒山使用
权造林的，由享有荒山所有权的集体经
济组织依法决定。

第二十九条 依法取得宜林荒山
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未按合同约定的
期限完成造林任务的，应承担违约责
任；逾期一年仍未造林的，宜林荒山由
其所有者收回。

第六章 保护管理

第三十条 长江防护林营造后，需
要封山护林的，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发布公告，实行封山护林。封山护林
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年。

区县（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应
在长江防护林营造后建立管护组织，制
定管护制度，落实管护人员和经费。

长江防护林的标志和护林碑牌，任
何人不得损坏。

第三十一条 禁止在防护林内进
行毁林开荒和毁林采石、采砂、取土以
及其他毁林行为。

第三十二条 防护林禁止皆伐。
根据森林培育的需要或者遭受自然灾
害特别严重的防护林，可以实行抚育或
更新性质的采伐。采伐后的郁闭度，应
保持在零点六以上。

第三十三条 新造的水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在五年内禁止砍柴、放
牧。期满后，可在林业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进行以改善林分结构和卫生条件为
目的的卫生伐、抚育伐。

第三十四条 特种用途林应适时
进行促进林木生长的抚育伐、卫生伐、
更新伐，可以采取以充分发挥林木特定
用途为目的的修枝、整形等措施，严禁
以用材为目的的采伐。

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
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林木，严
禁采伐。

第三十五条 用材林、薪炭林、经
济林实行集约经营、综合利用，以发挥
经济效益为主，兼顾防护效益。用材林
实行小面积皆伐或择伐，采伐后应在两
年内完成更新造林。

第三十六条 在不影响长江防护

林功能的前提下，鼓励开展林下种植
业，养殖业和森林旅游业等多种经营活
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
条的规定，不按照批准的总体规划和作
业设计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造成经
济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相当于
施工费用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条规定，损坏防护标志和护林碑牌的，
责令恢复标志和护林碑牌，并处一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一条规定，擅自在防护林内进行采石、
采砂、取土或者其他行为，致使森林、
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
业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
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
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
条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到林区砍柴、放
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
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树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
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
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决
定。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规定的行政
处罚，可由乡镇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
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
业主管部门提出建议，所在单位或其上
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变更总体规划和施工作
业设计的；

（二）违法批准对防护林实行皆伐
的；

（三）贪污、挪用长江防护林体系建
设资金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所界定数量
有以上、以下的，均含本数。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8年9
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长江防护林体系管理条例
（1998年5月29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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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重庆
市长江防护林体系管理条例》作如下
修改：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长江防护
林体系建设应当贯彻‘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方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因害设防，
分类指导，实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

二、将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合
并，作为第二十二条，表述为：“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根据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的需要，每年通过预算安排相应资金，
用于长江防护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
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用好国家和
上级人民政府的扶持资金。”

三、删除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四、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禁止在

防护林内进行毁林开荒和毁林采石、采
砂、取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

五、将第三十五条中的“剃枝”修改
为“砍柴”。

六、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
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擅自在防护林内
进行采石、采砂、取土或者其他活动，致
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
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
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
代 为 补 种 ，所 需 费 用 由 违 法 者 支
付。”

七、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
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到
林区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
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
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长江防护林体系管理条

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
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重庆市长江防护林体系管理条例》的决定

（2019年5月31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重庆市长江防护林
体系管理条例〉的决定》已于 2019
年5月31日经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5月31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47号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6月1
日是不是就能异地考驾照了？”“我的摩
托车是不是可以全国通检啦？”“此前我
在外地考了科目一和科目二，6月1日之
后就能回来继续考了吗？”5月31日，在
重庆车管所业务大厅，不少市民或现场
咨询，或电话咨询，大家关注的焦点都是
关于6月 1日公安交管将正式实施的

“放管服”新政策。
“我在外地报考了科目一和科目二，

能回来考科目三科目四吗？”在重庆车管
所业务大厅，市民魏先生一大早就赶到
此进行询问。据工作人员统计，这两天
或现场或电话咨询此类问题的市民超过
百人，得到明确答复后，大家都表示，这
些新措施真的太便利了。

交巡警总队有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市
民，新政策便民利民，但要提防别让黑心
中介钻空子。比如，异地分科目考试必
须是由驾考本人在网上或者到车管所提
出申请。这样是为了防止驾校、代理机
构向报考学员收取一些不明不白的中介
费。另外，在全面推行汽车4S店代发临
时号牌的同时，车管所也再次明确：临时
号牌办理价格为5元钱一张，如果车主
在办理车驾管业务中遭遇乱收费，可以
拨打热线电话968888进行举报。

重庆车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方
便市民前来咨询和办理业务，全市各车
管所6月1日当天全部正常办公。

今起驾驶证可全国
“一证通办”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5月31
日，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荣昌区人民政府
主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庆主会
场活动——第四届重庆非物质文化遗
产暨老字号博览会在荣昌区夏布小镇
开幕，来自全市各区县的200余个非
遗项目和老字号集中亮相。

“本届博览会突出惠民、参与、创新
等特点，全面推动非遗融入生活、活于

民间、服务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市文旅委相关负
责人说，5月31日至6月9日博览会举
行期间，市民及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荣
昌折扇、梁平竹帘、夔州蚕丝画等非遗
手工艺制品，品尝到长寿湖鱼面、璧山

来凤鱼、荣昌黄凉粉等非遗美食，还可
以感受涪陵油醪糟传统制作技艺、西兰
卡普（土家织锦）制作技艺、巫溪老鹰茶
制作技艺等非遗传统技艺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以“文化塑根、非遗
注魂、夏布为容、安陶作衬、海棠点睛、

川剧晕染”为主题的50余套融合荣昌
特色非遗于一体的荣昌夏布创意作品
将在现场呈现，展现当代时装设计师将
传统与时尚有机结合的非遗活化继承
成果，让人了解荣昌非遗的独特魅力。

开幕式当天，夏布小镇正式开街，

市文旅委为夏布小镇、安陶小镇授牌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小镇”。
夏布小镇整体建筑设计风格以明清特
色为主，设有中国夏布博物馆、中国夏
布书画院、夏布公共展示及研发平台、
夏布信息发布中心，是集夏布研发、加
工、生产、交易、展示、销售、非遗文化体
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文化旅游景区。

“荣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象代
言人选拔赛”也于同日启动。

第四届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老字号博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王丽 王亚同）5月31日晚，第十八
届群星奖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由重庆市文旅委选送、铜梁
区创排的群舞《龙把子》经初评、复赛、决赛，最终从参加决
赛的84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喜获群星奖。

据了解，群星奖是国家文化部为繁荣群众文艺创作，促
进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设立的全国社会文化艺术
政府奖。5月17日至20日，随着第十八届群星奖四个门类
决赛的收官，来自舞蹈、音乐、戏剧、曲艺四个门类专业领域
和群文领域的专家对84件作品进行了点评。

“不用任何道具，仅凭演员的肢体展现龙的形象，这样
具有创新性的舞蹈编排非常值得借鉴。”原火箭军政治工作
部文工团副团长余大鸣在专家评委会上说。

据了解，2018 年 5 月《龙把子》通过录像参赛，获
得第八届重庆乡村文艺汇演决赛资格，在 2018 年 6 月

的决赛中，《龙把子》以全场比赛的最高分一举获得一
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龙把子》的24个演员均来自铜梁二
中、平均年龄17岁。“24个演员只有极个别有舞蹈功底。”
《龙把子》执行编导王月见证了他们的成长。《龙把子》通过
舞蹈，展现了一群铜梁舞龙人，在老一辈“龙把子”的带领
下努力学习舞龙技艺，最终成长为新生代“龙把子”的历
程。24名学生完全依靠肢体动作，将“直躺”“挂腰”“搭桥”
等舞龙形态演绎得淋漓尽致，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
心灵震撼。

以演员肢体展现龙的形象

原创群舞《龙把子》斩获第十八届群星奖

▶群舞《龙把子》演出现场。
（铜梁区文化馆提供）


